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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愛心協會
深入部落關懷

說不行之前 先想怎麼做

絕 不 胡 塗

臺中升格直轄市三周年 市長說願景2版

大甲台萬公司
單車踏板行銷全球

3版

4版

「臺中市已經成為全國人最想移居的宜居城市，未來一年，

我還要打造成眾人談論各種議題的主流城市!」臺中市長胡志

強在就任直轄市長三周年記者會上，承諾要塑造臺中為科技、

智慧、交通等各項可以談論議題的主流城市，讓所有市民大聲

且驕傲說：「我是臺中人! 」

臺中升格已三年，擔任首屆臺中直轄市長的胡志強，驕傲細

數臺中的進步。

「全球不景氣，但唯有臺中的經濟不悶!」胡市長提出具體

數字，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顯示，臺

中經濟逆勢成長；95年至100年間，轄內就業人口成長為10萬

5,959人，企業行號家數增加1萬2,594家，臺中市的生產毛總

額更是從2兆1,000多億成長到了3兆800億，成長45%，成長幅

度不僅是五都之冠，在世界上也少見。

臺中的治安一向被批評，胡市長說:「當初上任，有人還告

訴我，臺中的治安連神仙都救不了!」但現在，臺中每10萬人

全般刑案發生數，已連續30個月，蟬連五都最低；臺中市民晚

上單獨外出活動安全感達75.62%，居住社區治安狀況滿意度更

達87.41%，分列五都第2名與第3名，顯見市民可以明顯在生活

上感受治安改善，雖然對全市滿意度尚未達到理想，但市府會

努力改善，讓民眾有感。

交通上，市府已與交通部研擬大甲到后里的鐵路連線，由鐵

路串連山、海、屯，與捷運相輔相成。補助公車8公里免費政

策讓臺中每月公車搭乘人數從40萬人增加到900萬人次，還減

緩汽、機車的增長速度，機車數量較去年減少7萬輛，比率為

4.15%，汽車增長幅度也創下歷年新低僅1.92%（往年皆在2%以

上），有效紓解交通壅塞，並減少碳排放量。

臺中市100年至101年間減碳100萬公噸，市民每年每人排碳

臺中創全國之先的BRT快捷巴士藍線，搶在去年底試運轉，

今年六月底可望試營運，八月一日正式上路，從臺中火車站行

駛到靜宜大學，讓市民在臺灣大道免塞車之苦，臺中交通可望

「脫胎換骨」。

快捷巴士BRT是臺中最新的交通運具，採雙節巴士，並設有專

用的車道與車站；臺中市政府規劃在全市六線齊發，其中行走

臺灣大道的藍線先行施做，並在去年12月31日試運轉，從國際

街口到正英路口行駛，預計一個月測試。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林良泰近日隨車督導，檢視測試過程

及結果，整體結果大致符合基本功能及需求，包括車內及車外

監視器、站臺間隙僅6至7公分、開啟車門動作約2至3秒等，都

臺中市率全國之先在所有高中職以下

校園廣設357部AED（自動體外心臟去顫

器），比中央規定更嚴謹。市長胡志強宣

示「校園百分百設置、百分百安心」，臺

中市各校園已全面啟用AED。

臺中市徹底執行公共場所須設AED的政

策，到去年9月底止，臺中市每10萬人就

有24.8臺AED，是五都之冠。

校園AED果真發揮效果，神岡區岸裡國

小去年底有位男子運動時心臟病發，幸運

碰到校內有AED，且教職員受過訓練，讓

這名男子撿回性命。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

表示，目前臺中市AED設置臺數已是全國

最高，但依法設置的場所比例還有成長空

間，希望市府各局處要求所屬單位早日完

成AED公共場所設置。

新年伊始，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前總統府資政孫運璿

讓人懷念，去年底為紀

念孫資政百歲冥壽，有

不少紀念展覽。想到他

生前說過一句話，我謹

記在心，就是「做事不

要先講不行，先講非成

農曆春節即將來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呼籲民眾在享用美酒佳餚後，切勿酒駕，

警方將在年節期間加強取締作為，藉由高

密度和高強度的勤務規劃，達到宣示與嚇

阻作用。

警察局呼籲，法律無假期，民眾於餐敘

時飲用酒類或食用含酒精成分之菜餚後，

切勿抱持僥倖心態以身試法駕車上路，應

改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計程車、指定駕駛

或代理駕駛等方式返家，養成「酒後不駕

車」之守法觀念與習慣，才是最明智的決

定。

酒後代駕，安全回家，請撥打叫車專線

(04)22221999，收費標準：11公里內不超

過1,000元，超過11公里，每增加2公里，

增加收費不超過100元，以此類推。

〈市民最前鋒〉

校園廣設AED 發揮效果

年節時間 加強酒駕取締 

不可，然後想怎麼做」。

我刻意把這段話印成書籤，送給市府主

管與同仁，剩下幾百張捐給孫資政的紀念

基金會，希望有更多人能學習這樣的精

神。

我常向中央爭取經費，也提出不少意

見，因此被說成是「烏鴉」，但說該說的

話，遇事不找理由推拖，而是積極促成，

這才是公僕本色；許多公務員遇到事情，

常說「這樣不行」、「沒有前例」，平白

耽誤建設與發展的腳步。

臺中市預算、資源不如北高，但這幾年

在國際嶄露頭角，這是共同努力的成

果；今年將落成的大都會歌劇院，競

圖揭曉即受世界矚目，當時沒有建商

敢承包，如今主體建築幾近完成，證

明了全力以赴才能突破。

當年規劃草悟道，被罵得一文不

值，如今完工，沿線變成臺中最有活

力、笑容最多的地區，看到大小市民

玩得開心，就是最好的證明。

「與其說不行，怎不想要怎麼做才

會成功！」孫資政這段話我格外有共

鳴，不到萬不得已，絕不輕言放棄！

胡志
強：打造臺中成主流城市

量僅3.7公噸，遠低於日本京都的4.2公噸，在世界名列前矛。102

年更獲全球智慧城市第一名，今年將成為全球智慧城市論壇主辦

城市，顯見便捷交通、減碳與智慧城，都已獲世界肯定。

胡市長承諾，未來1年，臺中發展不能定格在任何框架，科技上

有中科園區年成長47%，為3大科學園區之首；交通上更是全國唯

一整合BRT（快捷巴士）、MRT（捷運）與公車整合型交通規劃的城

市，各項均衡發展，讓任何人談到環保、交通、教育與文化等議

題都能提及臺中，成為世界的主流城市。

BRT藍線試運轉 臺中交通將脫胎換骨 
在標準以上，只有部分功能需再調整。

林局長指出，目前在試運轉階段，這一個月內會將設定參數、

工程狀況調整至最佳狀態；今年三月，試運轉路程擴大到東海至

靜宜大學，今年六月底就可全線試營運。

至於市民何時可搭乘這輛車體與車站都是白海豚造型的BRT？交

通局指出，已全面趕工中，預計6月底上路，讓民眾嘗試搭乘，預

估1個月免費試搭後，8月1日正式營運就要收費，但也等同一般公

車，8公里內可享免費。

交通局也強調，目前試運轉仍屬工程測試階段，希望透過不斷

測試，了解工程需改善之處，測試期間敬請民眾避免靠近工地或

行車時駐足觀看，以免發生危險。

臺中市長胡志強表示，要打造大臺中為「主流城市」。

「臺中Camera」APP
 上傳影片抽獎

元宵燈會 
小提燈籠等你拿

和平桶柑 
品嘗正是時候

第二市場 
全臺唯一六角形市集

活動地點:財團法人臺中世界貿易中心

2館（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60號）

活動時間:2014年1月25日至2014年2月

9日，每日上午10點至下午6點。

免費入場，暢銷好書全面75折起，僅

此一檔，請大家把握機會。  

  臺中閱讀嘉年華 書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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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最好玩〉

和平桶柑 品嘗正是時候

書法名家寫春聯 免費索取

元宵燈會 小提燈籠等你拿

▲

▲

▲

5條路線賞玩臺中

▲

桶柑就是俗稱的「年柑」，因為以前運輸時皆用木桶裝送，故又名「桶

柑」。 每年12月到隔年2、3月為盛產期，和平區蕭家果園種植桶柑，甜度

高、果皮薄，酸甜味道讓外來遊客每到產季前都紛紛打電話詢問。

占地約6分地的桶柑果園，每到過年前總是碩果纍纍，一顆顆黃金色的柑

橘，就像是貼滿金箔一樣，十分喜氣；達觀國小的師生，都會趁盛產期，在

蕭家果園裡，畫自然風景，享受午後好風光。

幾個月前寒流來襲，正是甜度大增時候，現在買來品嘗，味道剛剛好。年

輕的園主蕭金木也是臺中市平區農會推廣股股長，種植果樹近20年，特別選

品種特殊的無子桶柑，最大的特色就是色澤亮麗、皮薄汁多。

賣相極佳的桶柑，黃金色外表代表富貴、溫暖，常是民眾佳節送禮的

好選擇。蕭家果園地址:臺中市和平區達觀里東崎路一段育英巷62號，電

話:0928-335177。 

梨山有全國最高的宮廷建築「梨山賓館」、紀念為中橫開道的「梨山文物

陳列館」、可近眼觀賞星空的「福壽山農場」，快來梨山好好玩吧！

臺灣三大中國宮殿式建築之一的梨山賓館，與臺北圓山飯店齊名，經歷了

921地震，已經在民國101年重新開業，梨山賓館副總經理林閔政說，元月推

出優惠，臺北來回梨山賓館觀光巴士每日前5名僅199元，但需配合住宿。

梨山文物陳列館，除展示泰雅文物、自然生態外，其後方設饗堂一座，紀

念當年開發中橫公路殉職的工程師及榮民弟兄們，因此常有民眾來此緬懷，

久久不能離去。

知名的長春茶葉就是出自福壽山農場，想觀星、拍照的遊客可以扛著

腳架上鴛鴦湖，抬頭望就是滿山的星斗。詳情請洽梨山遊客中心，電

話︰04-25981331。梨山賓館地址：臺中市和平區中正路91號，電話：

04-22653939。福壽山農場地址：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福壽路29號，電話：

04-25989205。 

2014中臺灣元宵燈會將在文心森林公園登場，時間訂於2月9日至2月23日，

今年配合馬年生肖為主題，有主燈區、賞燈光廊、彩繪燈區等，還加入傳統

創作燈區及海外燈區等等，共有7大項燈區，要讓市民大飽眼福。

最亮眼的「主燈區」，今年規劃配合馬年生肖設計的造型主燈，並在燈會

期間每晚7點到10點，整點演出搭配炫麗燈光及音樂的主燈秀；「賞燈光廊

區」規劃有兩條特色光廊步道，供民眾漫步賞燈、駐足拍照。

今年加入的「海外燈區」，邀請鄰近城市包含香港、澳門等，設計特色花

燈共同參展，精彩非凡；特別的是「傳統創作燈區」，展出由法務部矯正署

臺中監獄設計的各種造型創意花燈，展現臺中監獄獄友的創意與巧思。

除了好看的花燈，今年也規劃「食尚展售區」，有特色美食小吃、企業形

象商品展售，及讓弱勢團體也能共襄盛舉的公益展區，民眾在此可享用臺中

道地的小吃。

另外，還提供20萬個小提燈籠等你拿，水藍色的小飛馬身上裝飾閃亮

星鑽，翅膀及尾巴則有七色彩虹，象徵馬上「鑽」（賺）、馬上「虹」

（紅），可愛造型十分吸睛，2月9日至14日，將於文心森林公園及豐原區公

所免費發送，另外也將前往醫院、臺中市各里發送給弱勢兒童。

年節腳步近了，家家戶戶趕著辦年貨，「春聯」是最應景又不可或缺的必

備品。1月21日臺中市政府在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惠中樓1樓中庭，邀

請百位書法名家，現場揮毫贈春聯，民眾可免費索取。另外也有限量新春福

袋，讓民眾索取。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表示，活動當天邀請臺中市長

胡志強、議員們等貴賓開筆，民眾從早上10點到下午5點，可現場排隊領紙，

書寫時間至下午6點。

另外，市府擴大公共藝術邀市民參與，也推出「我愛臺中：剪一張美麗窗

花」剪紙活動，邀請剪紙達人邱悅慈，現場教民眾剪紙。活動時間為1月27日

下午2點，地點在文心樓中庭，現場備有每人一把剪刀、美工刀、切割墊、西

卡紙，民眾需事先報名，報名日期自1月13日起，請洽04-23016781。

梨山福壽山農場 看滿天星斗 

喜歡老市區的民眾照過來！臺中

市政府新聞局推出「臺中Camera」

APP，以中區熱門景點為主題，搭配

可愛的「太陽獅」、「熊愛甲」卡通

人物，賞玩老臺中，可以拍搞笑影

片，上網分享還能抽獎。

「臺中Camera」將老臺中鬧區分成

5條路線，有美食的中華夜市、最典

雅的菜市場第二市場、全臺最夯的宮

原眼科，還有在地獨有的臺中火車

站、青草街等，遊客能按圖索驥，來

趟「內行人」的旅遊，還能拍攝互動

影片，分享玩樂心得。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局長石靜文說，

「臺中Camera」可在Google Play與

Apple Store免費下載，使用軟體拍

照，照片可與中區特色景點結合，變

成趣味十足的創意短片。

市府強調，軟體內有50個以上景

點與店家資訊，還有30家業者提供

店內打卡優惠，趕快下載「臺中

Camera」，就可以發現好玩、好康。

市府請來知名自然作家劉克襄擔任

導覽員，他在軟體中化身「鳥仔」，

還有5隻可愛動物「場景鹿」、「太

陽獅」、「青草蛙」、「象皮糖」與

「熊愛甲」，分別代言臺中火車站、

臺中州廳、青草街、第二市場與中華

夜市。劉克襄說，老臺中擁有歷史悠

久的臺中公園，小吃精華區第二市

場、中華路夜市，還有巴洛克式建築

的臺中州廳、市役所，加上新興的宮

原眼科、第四信用合作社等，吸引大

批外地遊客慕名而來。

石局長說，除了免費下載，二月底

前將動畫照片上傳官方臉書，還可以

抽獎，獎品有臺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及日曜天地Outlet套裝行程、寶島53

行館住宿券、寶泉太陽餅及電子商圈

贊助好禮。上傳越多作品，中獎機率

越高；官方臉書請搜尋「臺中Camera

臉書」。

「臺中的第二市場，是全臺灣唯

一六角形的市集！」作家劉克襄說，

臺中市的中西區有豐富的人文歷史，

樓房、市集、老樹…皆都充滿人情故

事，位於三民路、臺灣大道路口的臺

中公有第二零售市場，仔細觀察，是

一座六角建築，市集中心點有一座

「六角樓」，全臺灣沒有任何一座菜

市場設計的這麼典雅。

作家劉克襄是臺中囝仔，父親是大

同國小退休老師，他幼時住在西區樂

群街，對臺中州廳、臺中市役所、第

二市場、臺中演武場、臺中醫院、第

五市場等都瞭若指掌。

劉克襄說，1917年日據時代，臺中

州廳政府在「新富町」，就是現今

中區中正路、臺灣大道、中山路、興

中街所圍成街廓，建立「新富町市

場」，販售精美的貨品、進口的水果

和花卉，客群以日本人為主，因此，

第二市場又有「日本人的市場」之

稱。

至今，第二市場內的巷道柱子，都

還保存「六角柱」，還有一座「六角

樓」建築，許多文史工作者都認為，

這個空間復古典雅，可以開闢為優美

的人文咖啡場館。

劉克襄說，當時的中山路、中正

路、成功路有許多販售舶來品的商

店，文化特產琳瑯滿目，有蝴蝶、玉

器、書畫、古董，當時住在這一區的

都是律師、醫師，醫師娘、律師娘、

老闆娘的消費能力高，帶動經濟發

展，因此中西區的經濟相當活絡。

劉克襄說，祖母原居烏日，因當地

土地貧乏，總是千里迢迢至大坑撿

柴，再回到臺中州廳附近，賣給日本

人，父親曾在臺中州廳工讀，喜歡上

這一區的生活圈，報考師專，進入大

同國小任教，校園內的椰子樹就是劉

父當年親自種植的。

「中西區適合慢活！」劉克襄表

示，日本人對於城市規劃相當有一

套，臺中火車站周邊都是棋盤式街

道，這是現代化城市的一個重要指

標。

劉克襄說，中區是大臺中發展最

早、最有特色的地區，中西區至今都

保存有日據時期的營業特色，「只要

店家在傍晚五點以後才開始營業，就

是歷史特色店家！」

老城區舊建物流行文創風，注入

新生命。昔日臺中名噪一時的南夜

大舞廳，在學生手上「變臉」，搖

身一變成為最潮的秀場。百年建物

在3D光雕之中，炫麗奇幻。不論官

方或民間，只要有心文創，就能獲

得掌聲。

中區在一般人眼中是沒落了，對

年輕人來說，可是有挖不完的寶。

臺中市中區的南夜大舞廳經中興大

學行銷所研究生郭惠琮與德國藝術

「臺中Camera」APP 上傳影片抽獎
劉克襄化身「鳥仔」擔任導覽員 介紹50個以上景點與店家資訊 打卡還享優惠

第二市場 全臺唯一六角形市集

學生改造 老建物「變臉」成最潮展場 
工作者Karsten合力策展，把昔日舞

場變成藝術展場，引進新銳畫家作

品，牆上塗鴉，新舊撞擊吸引年輕

人流連，老建物「變臉」，注入一

股活水。

七○年代，臺中市只有四家舞

廳，商界聞人陳敬堂就擁有中山路

的「南夜」大舞廳及成功路的「夜

總會」大舞廳。

另外在成功路還有「小夜曲」大

舞廳及五權路的「白雪」大舞廳。

目前僅存「白雪」大舞廳。

中興大學行銷所研究生郭惠琮與

外文系研究生鍾經緯與德國藝術工

作者Karsten相遇，Karsten在德國

舉辦過多次類似的展覽，三人志同

道合，準備在中區找老房子，透過

「中區再生基地」協助，找到南夜

大舞廳。

南夜大舞廳在臺中市中區中山

路、平等街角間，每周五到周日開

放，展覽採門票收費，晚上還有

現場演奏，讓老舊舞廳散變「潮」

了。

中區不但老宅蘊涵歷史風華，峻

工百年的臺中州廳，最近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在此舉辦「築‧光‧臺

中-3D光雕藝術展」，將栩栩如生的

3D動畫投射到建築上，州廳建築瞬

間在夜色中「活」起來，上演一場

虛實交錯、震撼的星光奇幻之旅。

其幕後重要推手就是亞洲大學室內

設計系主任李元榮師生團隊。

手機下載「臺中Camera」，輕鬆拍照就能變出可愛動畫。▲

作家劉克襄（左圖）說，臺中市的第二市場，是

全臺唯一六角形建築的傳統市集。

中區南夜大舞廳，舊建築門面完全改造。

▲

▲

正值盛產期的桶柑，皮薄多汁。

引進新銳畫家作品 牆上塗鴉 南夜大舞廳吸引年輕人流連

‧首先在手機下載應用軟         

  體，Apple Store或是

  Google Play都有上架。

‧拍下自己或朋友的歡樂

  照片。

‧選擇軟體中的熱門場景 

  與配件，就能製作趣味   

  動畫。

‧前往本APP好康店家打卡

  即可享優惠。

‧將動畫上傳到「臺中

  Camera」官方臉書即

  可抽獎。

「臺中Camera」使用方法：

口訣：
一拍二變三打卡四抽獎

1月21日在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中

庭，邀請百位書法名家揮毫贈春

聯。

福壽山農場鴛鴦湖，天空倒映在

湖面上，別有一番風味。

臺中市政府今年準備20萬個小飛

馬提燈，免費讓民眾索取。

日據時代建立 全國最典雅設計的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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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辭路迢迢 志工訪視 遍及中彰投苗

市民園地
Q：快捷巴士BRT通車了嗎？為什麼

已看到雙節公車在路上跑？
A：快捷巴士正加緊趕工，目前尚未

通車；去年底從東海到靜宜大學段開

始試運轉，測試雙節公車停靠、乘客

進出站的動線與流暢性，目前還不能

搭乘，估計今年六月底才會試營運，

屆時市民就能體驗。

Q：BRT到處施工，臺灣大道到處塞

車，有什麼替代方案嗎？
A：目前臺灣大道沿線加緊施工，常

見的塞車段為工業一路口、健行路

口、英才路口與忠明南路口，建議

改走平行替代道路，例如北側的西屯

路、青海路、福科路，南側的公益

路、向上路或五權西路。

另外，忠明南路到朝富路段的工程即

將展開，現階段把分隔道間距縮減，

未來施工後，快車道仍維持三車道，

避免影響交通。

Q：為了BRT，臺灣大道沿線的停車
位都取消了，停車變得好困難，市府
有解決辦法嗎？
A：BRT施工後，臺灣大道沿線汽車停

車格取消724格、機車格取消585格，

但市府調查，周邊路外停車場共有

3,500個汽車格、3,300個機車格，仍

可停放，請民眾共體時艱，多走幾步

路，一定有停車位，如果找不到停車

場，可以打市民專線1999詢問。

爭到監護權 疼她10餘載 親孫都忌妒

「台萬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自行車零

件製造商之一，在5個國家同時擁有生產

及銷售據點，包含臺灣、印尼、捷克、荷

蘭及德國，全球700名員工，在今日自行

車產業中，可說是同時具備生產與銷售的

跨國性集團公司，不僅是臺中之光，更是

臺灣之光。

台萬公司的總公司設於臺中市大甲區，

擁有5,500平方公尺的工廠，約有80名員

工。工廠內配置兩條高級踏板生產線、兩

條高級座墊生產線、燈組的組裝線及四臺

精密車床等。也生產自行車鈦合金幅絲及

輪組，行銷全球。

台萬公司早在民國72年，就是「自行車

踏板製造者」的代名詞，不斷擴充踏板製

造設備及改良產品生產的品質，成為自行

車零件最知名與可信賴的品牌，國際媒體

和日本專業自行車刊物都報導過，也曾

在臺北自行車展時引起日本媒體關注，

在「臺北展新注目展品」的單元專題報導

過。董事長白政忠擁有5個國家生產及銷

售據點的自行車零件事業外，還組成全臺

最大自行車聯誼「花天酒地」，去年12月

受臺中市政府邀請前來推廣低碳交通。

白政忠表示，自行車產業能夠蓬勃發

展，是靠政府這10年大力推行自行車運

動，打造屬於自行車專用道路，讓民眾可

以安全騎乘上路。該公司除了自行車腳踏

板聞名全球外，更生產、銷售充電式自行

「大眾愛心工作關懷協會」深入中部原

住民部落，不少邊緣戶遠在山區無人聞

問，志工訪視時，發現有人住堤防，竟與

蟲蛇共處，有嚴重痛風的原民自己拿刀切

關節以痛止痛。資源缺乏的偏鄉，還好有

「大眾」志工定期訪視，不辭路遠送達關

懷。

大眾愛心關懷協會97年4月成立，剛拿

下全國績優志工團隊；協會主旨在服務原

鄉部落獨居老人、弱勢家庭，為行動不便

者申請輔具，並送書到偏鄉學校，部落裡

大大小小的需求，都是服務項目。

秘書長陸清海說，大眾會員約300人，

工作人員一律無給薪，志工上山費用全自

掏腰包，遍及中彰投苗。

原鄉部落弱勢人口多，且生活狀況「無

奇不有」。志工專員吳美鑾說，有次到雙

崎部落，弱視老人住在河堤邊自搭的帳篷

內，1條長蛇就窩在老人旁，讓她嚇出一

身汗，苦勸老人到榮民之家安置。「只要

老人的餘生好好過，再累也值得！」陸清

海說，每回上山都會為老人家拍照，協會

幫每名老人製作專輯，一輩子幾乎不拍照

的老人總視為傳家寶。他透露，不少老人

辭世，這些照片都當成遺照，說來不勝唏

噓。南投仁愛鄉部落有中年人痛風到十指

變形，但當地沒有醫療資源，劇痛時他拿

刀切開手指關節，只能簡單包紮。還有老

人被族人封為「世界之光」，因家中沒棉

被、沒床、沒廚具，家裡面全「光光」。

大眾志工足跡還遠到奇萊山腰的靜觀部

落，路再難走，時間一到，志工還是克服

困難出現在部落。陸清海說，目前協會最

缺的是成人紙尿褲、白米與童書，只要民

眾願意出物資，大眾志工保證作最好的運

用。專線：(04)24263374 。

國中女生「妹妹」，從小被父母「丟」

給張姓保母照顧，父母後來離婚不再付保

母費，父親入獄，保母多年來爭取可憐女

的監護權，在社工和戶政人員協助下打官

司，法院在農曆過年前判監護權歸保母，

愛心保母喜極而泣。

保母到戶政所辦理「妹妹」的監護權登

記，她高興說：「我們不富有，但一定會

 大甲台萬為臺灣爭光單車踏板
行銷全球
在5個國家擁有生產及銷售據點 國際媒體和日本自行車刊物都曾報導

車燈、鈦合金幅條、輪組，以及自行車零

配件，如碼錶、鏈條、水壼架、煞車塊及

自行車相關工具等。研究發展中心設於德

國及臺灣，在短期間內依市場動態及客戶

需求，開發出品質優異的產品，成為聞名

全球的臺中之光。

 愛心保母無私奉獻 視女如己出

大眾愛心工作關懷協會到部落送衣，
讓老人溫暖過冬。�
� 照片／大眾協會提供

▲

愛心保母(背對者)爭取到「妹妹」的監
護權，臺中市東區戶政所主任洪峰明
(右)和秘書李雪翡(左)都為她高興。

▲

▲

月大時就由張姓保母照顧，9年前父母離

婚，她歸父親扶養，但她對親生父母印象

很糢糊，心裡只有愛她的保母「阿嬤」。

「妹妹」的父母原本每月付2萬元保母

費，7年前，父親行蹤不明，也不再付保

母費，張姓保母不在乎保母費，仍視她為

己出，疼到連自己的親孫子都會忌妒。

 大眾愛心協會 深入部落散播愛

給她滿滿的愛！」戶政人員表示：「這位

好心保母，讓人感受到人情溫暖。」

59歲張姓保母在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與戶

政人員協助下，爭取到監護權，她到東區

戶政事務所登記，保母感謝戶政人員說：

「我和妹妹有緣，會把她當成親孫女，全

心全意照顧她。」戶政事務所主任洪峰明

和秘書李雪翡都被這位保母的無私愛心感

動。

去年升國中一年級的「妹妹」，從2個

台萬董事長白政忠（左）在市府舉辦的「低碳城市成果發表會」，分享鐵馬新生

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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